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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主打

本报11月4日讯(见习记者
支倩倩 ) 2013年章丘市公

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35
人，11月3日开始网上报名，报
名截止日期为11月5日16：00，
查询时间截止到11月6日16：
00，缴费时间截止到11月7日
12：00。5日是网上报名的最后
一天，提醒考生抓紧时间报名。

根据章丘市人事考试网发
布的事业单位报名人数统计，
截止到11月4日17：00，共有918
人通过报名审核。其中有3个职
位的报名人数超过百人，最多
的已经达到301人(章丘市刁镇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另外，仍
有4个职位报名审核人数为0。
这4个职位分别是章丘市畜牧
局镇（街道办）兽医站：信息管
理（1人），动物检疫（1人），章丘
市水资源管理办公室：水文地
质（1人），章丘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卫生检验(1人)。

据了解，此次报名采取统
一时间、网上报名、网上确认、
网上缴费的方式进行。应聘人
员登录章丘人事考试网，如实
填写、提交相关个人信息资料。
每人限报一个单位和岗位，应
聘人员在资格初审前多次登录
填交报名信息的，后一次填报
自动替换前一次填报信息。报
名资格一经初审通过，不能更
改。应聘人员报名与考试时使用
的身份证必须一致。应聘人员有
恶意注册报名信息、扰乱报名秩
序等行为的，查实后取消其本次
报考资格且5年内不得参加事业
单位公开招聘。市招聘主管部门
负责对应聘人员提交的信息资
料进行资格初审，并在网上公
布初审确认结果。

报名人员在网上提交应聘
信息后，可在第二天至查询时
间截止之日前登录网站，查询
报名资格初审结果。通过资格

初审的人员，要在规定时间内
登录指定网站，进行网上缴费，
缴费成功后，下载打印《章丘市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
名登记表》和《应聘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诚信承诺书》(以备参加
面试时使用)，并于2013年11月
14日—16日登录该网站下载、
打印准考证。

报考定向招聘岗位的服务
基层项目人员，除进行网上报名
外，还必须于11月7日到龙泉大
厦7034房间办理报名确认手续。
逾期不办理报名确认手续的，视
为自动放弃。报名结束后，对应
聘人数达不到招聘计划人数3倍
的岗位，计划招聘l人的，原则上
取消招聘计划；计划招聘2人以
上的，按1：3的比例相应核减招
聘计划。对应聘取消招聘计划岗
位的人员，经本人同意，可在规
定时间内给予一次改报其他符
合条件岗位的机会。

章丘开展为农村五保老人“雪中送炭”活动。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邢
振宇 ) 2日，章丘市国土资源
局发布公告，根据《国土资源
听证规定》第十二条和第十三
条的规定，拟定于12月2日上午
9：00在章丘市国土资源局二楼
会议室，对章丘市城镇土地级
别与基准地价举行听证会。听
证会代表报名截止到11月15

日。
根据公告，此次制定 (调

整)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范围
主要包括：市区：东至三涧溪
村东侧；西至章丘市与历城区
的行政分界线；南至：东侧至
横沟村南，西侧至叶亭山村
南；北至：东侧至浅井村北，南
侧至田家村南侧。建制镇(街)：
埠村、刁镇、普集、绣惠、宁家
埠、白云湖、相公庄、水寨、文
祖、垛庄、曹范、高官寨、辛寨、
黄河、官庄共15个建制镇(街)驻
地规划区。

申请听证需满足以下条
件：章丘市企事业单位及其他
社会组织、辖区居民；章丘市

区范围内熟悉土地级别划分
和国有土地基准地价测算的
专家学者；以个人身份或其他
组织推选拟参加听证会的代
表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听证会代表选取范围：具
备一定国土资源土地级别和
基准地价知识，并在本次土地级
别和基准地价调整范围内或具
有相关利益关系的公民、法人或
其他组织申请参加听证会。代表
的产生由章丘市国土资源局直
接从申请参加听证人员中选取，
人数定在20-25人。代表选取比
例按机关占20%、企事业单位代
表占30%、专家30%、居民20%。

此外，凡申请参加听证
者，需出示有效身份证，其中
法人或其他组织推荐拟参加
的听证会人员还需提供单位
有效推荐书(原件及复印件各
一份 )。申请参加听证会人员
应 向 听 证 机 构 提 供 书 面 申
请。报名截止到11月15日。报
名地点：章丘市国土资源局
土地估价所。

基准地价听证下月初举行

听证会代表需15日前报名

章丘事业单位招考报名今结束

44个个职职位位审审核核人人数数为为零零

本报11月4日讯(见习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高萌 李

泽宇 ) 3日，记者从章丘市民
政局获悉，为履行“扶贫济困”
的慈善宗旨，大力弘扬中华民
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10月
28日，章丘市慈善总会联合市
民政局在刁镇敬老院启动为农
村五保老人“雪中送炭”活动，
100万元善款为农村五保老人
采购煤炭，确保老人温暖过冬。

据了解，今年章丘市慈善总
会根据救助计划安排，从“慈心

一日捐”善款中支付100万元，实
行集中采购，统一运送，为全市
20所敬老院、506个行政村集中
供养和分散供养的2032名五保
老人，每人送去1000斤优质生活
用煤，确保全市五保老人温暖过
冬。截至目前，全市2032名五保
老人都已收到这份“冬日温暖”。

多年来，章丘市慈善总会
认真履行扶贫济困的慈善宗
旨，对被救助者条件进行严格
审核，安排专人，提前筹备好运
送人员和工具，并将运送的煤

炭总量中再增加5%，用于补充
在分煤过程中的损耗，确保农
村五保老人温暖过冬。连续五
年来，每年都从“慈心一日捐”
善款中支付专款妥善开展“雪
中送炭”活动，先后救助各类困
难群众15 . 3万多人次。

启动仪式结束后，慈善总
会工作人员又来到刁镇道口小
学，出席了本报报道的优秀教
师时建美先进事迹报告会，向
时建美老师授予“凡人善举、师
德高尚”荣誉称号。

本报11月4日讯(通讯员
杨维颖 孟岳 ) 4日，从章丘
市人社局获悉，目前章丘市已
经有大学生创业孵化园、城东
装饰材料市场、供销大厦3家市
级创业孵化基地，这些孵化基
地成为培养“小老板”的摇篮，
至今已进驻商户200多家，带动
就业总人数达700多人。

据了解，为促进以创业
带动就业，落实各项创业扶
持政策，章丘市人社局不断
加大创业孵化基地建设。目前
全市已经有大学生创业孵化
园、城东装饰材料市场、供销
大厦3家市级创业孵化基地，东
方冷库和商业大厦两家基地
正在申报中。这些孵化基地成
为培养‘小老板’的‘摇篮’，至
今已进驻商户200多家，带动就
业总人数达700多人。创业项目
涉及电 子 、计 算 机 、装 饰 材

料、服装、日用百货等领域。
扶持政策包括，对具有

本市户籍且具有享受扶持政
策条件的创业扶持对象进入
创业孵化基地自主创业的给
予相应房租补贴，补贴期限最
长不超过二年，房租补贴按先
缴后补的原则，每年每户给予
不超过场所实际租赁费金额
的50%补贴，最高补贴金额不
超过2400元。进入创业孵化、实
训基地创业且符合《关于落实
创业带动就业两项补贴的实
施意见》文件规定的企业或个
体工商户，可享受一次性创业
补贴和一次性岗位开发补贴。
同时进入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创业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凡
符合小额担保贷款条件的，
可以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并
按 规 定 享 受 相 应 的 贷 款 贴
息。

借孵化基地打造创业摇篮

200余名小老板进驻基地

百万善款雪中送炭

两两千千五五保保老老人人收收到到过过冬冬煤煤

搬 家

老兵搬家
长途运输 医院、单位
设备搬迁 家庭搬家

空调、家具拆装 鱼
缸搬运电话：83230052
13864123900 李经理

随缘搬家公司
电话：13869155118
公司地址：鲁宏大道东
首 张经理

金日搬家公司
专业搬家、拆装家具、

空调移机、货物装卸、
水电暖维修
电话：15066124308

明星搬家公司
电话：13964159498

喜洋洋搬家
专业搬家、保洁、货物
装卸、空调移安、拆装
家具、疏通下水道、公
司移迁、专业搬钢琴、
收各种旧家具
电话：13708924410

家 政
专业疏通下水道

电话：13011737696

安平家政
专业承接：单位、家庭
室内外保洁，清洗油烟
机，换纱窗布、疏通下
水道、各种零活、种点
工
电话：83219836
13964115278

专业疏通下水道
专业疏通下水道、改管
道电话13864157498高
师傅

专业通下水道
高老师电话：
13864157498

专业通下水道
电话：13011737696

楼宇维修
名流吊顶
地址：绣水装饰材料市
场 电话：83110762

国豪装饰

电话：83328279
地址：龙盘建材商城

钢结构工程
电话：13256676777

德力西家居照明
经营项目：LED灯、射
灯、路灯、水晶灯、平板
灯、节能灯、台灯、灯
架、电线、电缆、开关、
吸顶灯、多用插座
电 话 ：8 3 2 7 2 6 1 8
83115519
地址：明四五金市场永
辉灯具绣水装饰材料
批发市场2区15号
桂玲窗帘布艺
定做高中档窗帘、晾衣
架、羽绒服。地址：宝岛
街南首路东
电话；13969148478

综合服务
网站建设
承接网站建设、关键词

优化，轻松让您的网站
出现在同行业搜索结
果首页
电话：13188895368

装宽带送手机
开发区华联店内联通
营业厅，666元装宽带
送智能手机再送千元
话费。
电话：15666778800

酒 水
军航酒水
黄河王酒水
章丘总代理
王峰 15964500919

出租出售
公寓出租
公寓卫浴宽带电视空
调全，年租最低280元。
电话：83118322

眼明泉北区
六楼起脊 120平 配套

房12平 双气 车位 56
万 13066039879李

转 让
转让熔接设备
专业光缆光纤熔接、出
租转让熔接设备 田
先生
电话：13335182638

电脑维修
天瑞电脑
电脑组装维修 监控工
程 批发零售电脑硬件
周边设备耗材电话：

18660815998
地址：汇泉路东首东海
龙西60米路北

真诚家电维修
电话：13853170808
地址：绣水大街贺套红
绿灯往北88米

开 锁

金手指开锁
备案号：10001
香港街北首路西
电 话 8 0 9 5 9 5 9 5
13031731441

培 训
章丘储晋快乐作文
作文 阅读 书法 魔方
地址：章丘汇泉小学校
门向东金龟馅饼东邻
电话：83230798
13854171965

挂失声明
证件类型：道路运输从
业人员从业资格证
姓名：李庆立
证件号码：
3701810020004009677

分类广告
订版电话：13335182638

理财投资
订版电话：80958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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